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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計畫  

 

一、計畫目的：為使有志於從事農藥代噴之操作者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

明，專業安全用藥，以保護環境及保障國人健康，爰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5

月 7 日發布之「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訂定本計畫。 

二、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以下簡稱藥毒所) 

三、承辦機關：國立臺灣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四、訓練計畫實施內容： 

(一)訓練對象：參加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者應年滿 18 歲。 

(二)訓練日期及名額： 

1. 訓練日期： 

第 1 梯次：10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8 日(星期天)。 

第 2 梯次：104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2 日(星期天)。 

第 3 梯次：104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至 12 月 13 日(星期天)。 

2. 名額：每梯次各 1 班 80 人。 

(三)訓練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台北市大安區 10617 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四)訓練費用：每人新臺幣 7,000 元整(含報名費 800 元以及藥毒所測驗、試卷印

刷、閱卷與合格證書等費用 1,000 元)。 

(五)報名方式： 

1. 以網際網路線上作業，需要線上報名作業協助者，可赴所在地縣市政府辦

理。 

2. 報名期限： 

第 1 梯次：自 09 月 04 日起至 10 月 02 日止 

第 2 梯次：自 10 月 09 日起至 11 月 06 日止 

第 3 梯次：自 10 月 30 日起至 11 月 27 日止 

依報名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3. 報名、繳費單列印及查詢作業等請連線至「台大活動報名系統 

https://info2.ntu.edu.tw/register/flex/main.html」，開始辦理 

(活動編號：20155612_2、活動名稱：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https://info2.ntu.edu.tw/register/flex/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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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報名後，請於 3 天內，持繳費單至超商、華南銀行或 ATM 繳款，完成

繳費即為錄取。第 1 梯次逾 10/05(一) 17:00、第 2 梯次逾 11/09(一) 17:00

及第 3 梯次逾 11/30(一) 17:00 未繳費者，本校將逕行取消並釋出名額。 

5. 報名後因故無法到訓者，請開訓日前 1 週電話(02)33665353 / (02) 23650312

或 E-mail(ckyeh@ntu.edu.tw)告知承辦人員葉仲基副教授並於開訓日後 2 週

內，主動申請退費(詳如 7.退費規定)。 

本校得視報名情況調整班別。若報名未達預定開課人數的 80％，本校保留

決定開課及併班與否之權利，當不開班或不願併班時所繳之費用可全額退

還(已繳費學員需提供退款帳號及戶名)。 

6. 錄取與開課狀況以電郵個別通知或於網路公告。 

7. 退費規定： 

a. 錄取學員主動申請退班或未報到參訓，退費時報名費 800 元不退還。 

b. 開訓前主動申請退班者，按本校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c. 未申請退費之未報到學員，於結訓後通知申請退費，請配合辦理以免延

誤退費作業事宜。 

8. 其它未盡事宜，另以本校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網頁公告。 

(六)學員資料：1.學員資料電子檔；2.個資同意書掃描檔；3.學員 2 吋照片 3 張。

(相關文件詳如六) 

(七)訓練課程(含測驗)：如訓練計畫附件 1，總時數 24 小時。 

(八)訓練課程內容：1.農藥相關法規；2.植物保護相關事項；3.農藥種類及相關知

識；4.農藥使用技術。 

(九)成績評量：由藥毒所派員至本校開班地點進行筆試測驗(如訓練課程表)，不及

格者可於結訓後一年內向藥毒所申請再測驗，並以二次為限。(學

員注意事項：如訓練計畫附件 2) 

五、交通運輸方式及位置圖(如訓練計畫附件 3) 

六、學員資料表格式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如訓練計畫附件 4 及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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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表  

 

訓練日期：  第 1 梯次：104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8 日  

   第 2 梯次：104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2 日  

   第 3 梯次：104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  

 

日期 

 時間 
第 1 天 第 2 天 第 3 天 

08:30 ~ 09:20 
農藥概論(1h) 

(許如君) 

農藥製劑與調配(3h) 

(許如君) 

農藥施藥器械概論(2h) 

(葉仲基) 
09:30 ~ 10:20 

農藥毒性與 

安全性(2h) 

(黃榮南) 
10:30 ~ 11:20 

農藥施藥器械的校正與

維護保養(1h) 

(葉仲基) 

11:30 ~ 12:20 
農藥管理法規(1h) 

(許如君) 

農藥製劑與調配實習

講解(1h) 

(昆蟲系) 

農藥施藥器械操作實習

講解(1h) 

(生機系) 

12:20 ~ 13:10 午  餐 

13:10 ~ 14:00 

農藥與環境 

安全(1h) 

(黃榮南) 

農藥製劑與調配實習
(2h) 

(昆蟲系) 農藥施藥器械操作實習
(3h) 

(生機系) 

14:10 ~ 15:00 

農藥施藥技術(3h) 

(黃文達) 

15:10 ~ 16:00 農藥健康危害的預防

與安全防護措施(含示

範) (2h) 

(謝博全) 
16:10 ~ 17:00 筆試測驗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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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注意事項：  

(一 )學員按通知所列時間，準時至訓練地點辦理報到手續，報到時應繳驗身

分證正本及繳交最近 3 個月內 2 吋之脫帽半身照片 3 張 (報名資料、學員

證、證書用 )，證件齊全者始得參加訓練。  

(二 )資格不符、證件不齊或冒名頂替者，不得參加訓練。  

(三 )為維護參訓者權益，本訓練不受理現場候補或旁聽。  

(四 )學員缺課或請假達 5 小時以上者，以退訓論處，不得參加考試，已繳之

訓練費用不予退還。  

(五)學員應自行負擔訓練期間之膳宿與交通費 (訓練單位僅提供午餐便當 )。  

(六 )受訓期滿得參加測驗，測驗時需攜帶身分證正本及本系製發之學員證始

得應考，證件不齊者不得參加測驗。  

(七 )測驗時作弊者取消該科測驗資格，且該科測驗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 )測驗後由藥毒所統一寄發成績通知書，成績及格者一併寄發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  

(九 )依「農藥管理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代噴農藥之業者，應向當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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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方式及位置圖 

 

鄰近捷運：公館捷運站 2 號出口，沿下圖黑線步行約 15 分鐘可達本系 

(上課地點：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知武館四樓 401 會議室)。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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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資訊： 

1. 公車路線：可搭乘公車 1、207、254、275、275(副)、650、672、673、905、905(副)、

906、907、909、南港軟體園區通勤專車(雙和線)、敦化幹線、或棕 12 至自來水處(基隆

路)站下車。 

2. 從台北火車站： 

(1)可搭乘 252 公車至捷運公館站下車，再從公館搭乘 1、907、650、673、棕 12 至自來水

處(基隆路)站下車。 

(2)可搭乘捷運新店松山線至公館站下車，再從公館搭乘 1、907、650、673、棕 12 至自來

水處(基隆路)站下車。 

 

自行開車路線： 

1. 國道一號接建國北路快速道路由辛亥路出口下，直行辛亥路右轉基隆路，至長興街右轉

，經崗哨左轉直行約 30 公尺。 

2. 國道三號木柵交流道往台北方向由辛亥路出口下，直行辛亥路左轉基隆路，至長興街右

轉，經崗哨左轉直行約 30 公尺。 

[註]台大校總區停車每 30 分鐘收費 30 元，請學員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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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資料表格式 

 

 

 

 

身份字號 姓名 是否為外籍人士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籍貫 學歷代碼 畢業學校全銜 學校科系 服務公司 服務部門 職稱 膳食 是否原住民 Email 聯絡電話 電話_私 行動電話 郵遞區號 地址 緊急連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電話 收據抬頭

(是否) (男女) (七碼中文日期) (出生地) (01-博士，02-碩士，

03-學士，04-專科，

05-高中，06-高職，

07-初中，08-國小)

(葷素) (是否) (收錄取通知用) (收錄取通知用，號碼間

不可有 - 符號)

標紅字的欄位資料為必填 有行動才能發簡訊喔! *可填個人姓名

範例：

A123456789 範例姓名 否 男 0990101 雲林縣 03 雲林科技大學 農業經營系 雲林農藥行農藥銷售 專員 葷 否 test@123.com.tw 0919888888 0412345678 0919001001 404 台中市北區AA路一段2號 範例2 父子 0412345678 範例姓名

請從此處開始填入報名資料  

註:為便於學員資料輸入管理，請向本校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葉仲基副教授

(ckyeh@ntu.edu.tw)索取 Excel檔案格式進行建檔。 

身份字號 姓名 是否為外籍人士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籍貫 學歷代碼 畢業學校全銜 學校科系 服務公司 服務部門 職稱 膳食 是否原住民 Email 聯絡電話 電話_私 行動電話 郵遞區號 地址 緊急連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電話 收據抬頭

(是否) (男女) (七碼中文日期) (出生地) (01-博士，02-碩士，

03-學士，04-專科，

05-高中，06-高職，

07-初中，08-國小)

(葷素) (是否) (收錄取通知用) (收錄取通知用，號碼間

不可有 - 符號)

標紅字的欄位資料為必填 有行動才能發簡訊喔! *可填個人姓名

範例：

A123456789 範例姓名 否 男 0990101 雲林縣 03 雲林科技大學 農業經營系 雲林農藥行農藥銷售 專員 葷 否 test@123.com.tw 0919888888 0412345678 0919001001 404 台中市北區AA路一段2號 範例2 父子 0412345678 範例姓名

請從此處開始填入報名資料

(附件二)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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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為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為個資法)規定，向台

端義務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從事國家安全

農業、維護農業安全用藥，或增進農業公共利益。 

（二）本校智權管理及移轉、業界服務、教育訓練及推廣等業務。 

（三）其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之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或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等相關公務機

關基於安全農業目的，進行農藥登記及管理相關之業務所需。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詳如本校相關業務申請書及報名表等內容

。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及對象： 

（一）期間：1.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2.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校所在地、本校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機構處所所在

地。 

（三）對象：本校所轄各組/室/中心、本校合作推廣之單位、其他與本校有業務往來之機構

、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監理機關。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校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四）得隨時透過本校提供之聯絡管道（如：電洽本校 02-33665339、書面郵寄或親洽等）

要求停止利用相關個人資料。本校於接獲台端通知並確認台端身分後立即受理，並

立即通知相關業務所屬部門辦理。 

五、本校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報名審查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

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

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

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

經 貴校向受告知人（以下簡稱為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校蒐集、處理

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所在上述蒐集目的內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

之個人資料。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之使用（請打勾） 

 

同意者: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件 5 


